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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中的
技术进步与技术选择
中国的工业化和可持续增长探讨
刘雅南

邵宜航

摘要: 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分别强调了技术进 步和结构 转变在经 济增长 与发展 中的核心
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发 展理论和史实的探讨, 进一步 明确: 技术进步 不仅是一元 现代经济持
续增长 的源泉, 同时也 是二元经济 结构转变的 主要推动 力, 因 而起着最为 根本的作 用; 技 术进步过程
中的技术选择对于劳动 力的再配置则至关重要。在我国现阶段的工 业化和经 济增长过程 中仍然必须
注重劳动偏向型的技术选择, 而借助政 府作用 大力提 升各层次 的人力 资本以 促进技 术与劳 动要素的
匹配, 是实现技术变迁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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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正如卢卡斯所说, 一旦开始了对经济增长的研究, 你就没办法再把视线移开了。经济增长
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使增长理论成为宏观经济学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也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无论是
对发达国家或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在试图解释什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
素。
众所周知, 作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开端的 So low ( 1956) 增长模型实际上已经表明技术进步
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率。此后, RCK 模型拓展了早期的 Ramsey关于最优储蓄的研究, 成为古典增长理论的巅峰。但在古典增长理论中, 技术进步被视为
外生因素, 因此模型中的人均增长将趋于停滞, 同时, 技术进步的机制也被认为是 黑箱 , 这
使得经济增长的研究一度沉寂。直到 20世纪 80年代, 以 Rom er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兴
起再度掀起了经济增长研究的高潮。在新增长理论中, 经济可以通过 干中学 、R&D、人力资
本、
政府公共支出等因素实现持续的增长。而本质上, 内生增长理论实际上是为 黑箱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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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机制提供了解释。因此, 无论是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都说明了: 技术进步才是经
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另一方面, 发展经济学则强调了结构转变的作用。结构转变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 但在
经济学研究中, 通常理解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以及各产业部门产出比重
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时期, 在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中,
劳动力转移和吸收的再配置过程 (二元结构一元化的过程 ) 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理论上, 随
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 领域的逐渐融 合, 近期关 于经济增长的 许多研究 借鉴了 Lew is
( 1954)二元经济模型, 通过构建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前的
经济史实与现代工业经济的特征进行了解释, 并在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研究结构转型的推
动因素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钱纳里等 ( 1995) 的观点, 工业化是 结构转变 过程的
一个阶段。在实践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国家日益重视工业化, 工业化被认为是走向
现代经济增长 的必经之路。
作为创造了 增长奇迹 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引人
注目的重要研究课题。近来, 对东亚经济的经验讨论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工业化和经济
增长可持续性的关注。由于中国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两面性, 许多研究分别基
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其中关于对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研究, 多数是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展开对作为增长源泉的技术进步因
素的分析, 较少关注结构转变及其推动因素在可持续增长中的影响。而基于发展经济学展开
的对中国二元经济问题的相关探讨并未把现代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研究问题。我们
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共同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作
用。本文将从对经济增长、
结构转变和技术变迁关系的理论与史实的考察出发, 着重从技术进
步和技术选择的角度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展开分析, 探讨我国实现技
术变迁, 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

二、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
对于结构转变这一问题的研究, 1940年,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通过对 40多个国家不同时
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比较, 分析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
指出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此后便向
第三产业转移, 这就是所谓的 配第 - 克拉克定理 。此后, 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人通过大量
的统计分析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结构转变这一现象的普
遍存在得到了众多经验事实的证明, 因而也被称为经济增长中的 库兹涅茨事实 。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从以
农业部门为主导的经济向以工业部门为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一工业化过程, 在实现了
从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部门的转型之后走上了 现代经济增长之路 。
世界经济的巨变始于 18世纪 60年代的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而此前, 世界人均收入
的增长极为缓慢。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从其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 19
世纪初英国农业的产值份额仍然高于工业, 但到 19世纪 40年代工业的产值份额已经超过了
农业。到 19世纪 末, 农 业部门的 就业比重 已经降 为 16% , 而工业 部门 的就业 比重达 到了
43% 。 20世纪以来, 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特别是二战后, 东亚地区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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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浪潮, 随之而来的是举世瞩目的 东亚奇迹 。继日本的复兴之后, 韩国、台湾、
新加坡
等地异军突起, 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成为 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 。
结构转变为什么受到如此关注呢? 发展经济学认为, 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经济增长, 世
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一个转型式的增长, 这个转型增长的过程一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劳动力的重新再配置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特征。二战以后, 发展中国家呈现出 劳动力过剩的
二元经济 。 由于劳动力过剩二元经济在边际上存在着人口压力, 对其增长过程分析的关键
是对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 ( 或非农业 ) 的再配置。该问题是向现代经济增长过程转型的一个
极其重要的结构变化因素 (费景汉等, 2004) 。劳动力的再配置过程被认为是二元经济中发
展成功的标志。
结构转变的过程常常伴随着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存在一种基本的结
构不对称性, 在要素投入方面, 土地只运用于农业部门, 资本仅运用于工业部门; 在产出方面,
农业部门 (传统部门 ) 生产的产品只用于消费, 而工业部门 (现代部门 )产品不仅用于消费还用
于生产。因而工业部门的扩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从而劳动力从农业到现代工业的再配
置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建立在非均衡分析基础上的结构主义观点也认为, 经济增长
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 因为结构转变极有可能在非均衡条件下发生, 劳动从生产率较低
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就能加速经济增长。钱纳里等 ( 1995) 对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作了全面的比较研究, 他认为制造业部门有以下几个特点从而决定了工业化的作用, 一
是对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 二是工业品的可贸易程度大; 三是按照比较优势建立的工业
部门, 允许劳动和资本向生产价值较大的部门重新配置, 并从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中挖掘潜在收
益; 四是制造业增长是技术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经验研究来看, so low 的增长因素分解法在各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钱纳里等 ( 1995) 对战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时, 发现若在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式中加入一些衡量结构性变化的变量 ( 如资本、劳动力在部门间
的转移量 ), 解释效果会更好。其结果表明, 与新古典的增长因素分解回归结果相比, 资本、劳
动力等要素投入的贡献减小, 而资源的再分配 (即资本和劳动力自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
转移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 20% 。此外, Echevarria ( 1997) 使用动态 一般均衡方法检验了
OECD成员国部门构成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部门构成与经济增长率是相互影响的。
在相关增长理论看来, 在一个多部门的增长模型中, 部门之间的构成可以是无关紧要的副
产品, 因为只要通过价格的调整, 部门之间总能保持均衡。所以, 在对增长主要推动因素的讨
论中结构转变问题常常是被忽视的。这也符合发达国家的经济实际, 因为这些国家都早已经
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并走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大道上。而包含上述研究在内的发
展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则表明, 结构转变 (劳动力再配置 ) 是推动经济走向现代增长模
式的关键, 同时由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结构转变过程常常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发展中国
家, 由于农村劳动力普遍过剩, 表现出 无限供给 的特征, 因此工业化和劳动力的再配置在发
展中国家备受关注。

三、结构转变中的技术变迁
(一 )技术进步
是什么推动了结构转变? 从理论上看, 相关理论中对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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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提供了两种解释。首先, 最常见的解释是不同部门的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收入弹性。
一般认为农产品等初级产品是必需品, 其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而非农业部门产品的需求收
入弹性相对较高。需求的不平衡将最终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在结构转变的相关文献中, 如
M atsuyam a ( 1992), L aitner( 2000), Kongsam u,t et a l( 2001) , Foe llm i( 2005) 等, 结构转变的主
要原因是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 此时如果存在外部因素的推动, 劳动力就会从传统部
门向现代部门过渡。因此可以说, 在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下, 经济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
工业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 引起结构转变的因素还被认为是部门生产技术增长率的不同。对这一因素如何引
起结构转变进行解释的文献主要有 H ansen and P rescott ( 2002) , N gai and P issarid es ( 2005),
A cem og lu and Guerrieri ( 2005) 等, 他们认为各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增长率 (或称 TFP 增长 ) 存
在差异, 从而引起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对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而言, 农业部门生产
率的提高将会释放农业劳动力, 推动结构转变, 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也将引起劳动力在部门
间的重新配置。实际上, 在绝大多数结构转变的研究文献中, 需求弹性和技术进步常常出现在
同一个理论框架中, 而考虑到其中的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政策和制度对其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更
应该关注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技术进步对结构转变的推动作用, 在实际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例证。至今, 世界先后经历
了三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1801 - 1841年间英国的第二产业增加了 11
个百分点, 国内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应主要归功于棉纺织业部门接连不断的技术创新所带动
的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棉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从 18世纪 70年代的几乎可以忽略的水平增加
到 1820年占整个劳动力的 6% 以上 ( 安格斯 麦迪森, 2003)。同时, 技术的进步还伴随着物
质资本的增加、
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技能的改进。由工业革命中不断加速的技术进
步成为 19世纪早期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 技术的扩散带动了西欧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1700- 1820年世界人均 GDP 的增长率仅为 0. 07% , 1820- 1870年间达到 0. 5% 。
19世纪 70年代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比第一次产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变化, 1870 1913年间世界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 3% 。正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技术进步的推
动, 美国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 完成了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其主要标
志, 借助技术扩散和转移, 战后的日本极为迅速地完成了工业化, 一跃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至
今这场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仍在影响着世界各国。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第三次产业革
命, 技术进步的推动力越来越大, 工业化进程所耗费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早期的工业化多是自
发形成, 但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战后日本以及许多新兴工业化国
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机遇, 同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也存在政府政策推动的作用。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可归纳为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 发展经济学还强调工业部
门的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吸收的重要作用。劳动力的再配置包括劳动力的释放和吸收, 前者依
靠的是农业的技术进步, 后者则依赖工业部门的扩张。在发展中国家, 因为土地有限而人口增
长过快, 农业劳动力普遍过剩, 因此, 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劳动力的吸收将是劳动力再配置过
程的关键。从增长理论看来, 经济增长依靠的是经济中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率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收益和技术进步率。而基于资本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 由资本积累
所带来的劳动力就业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将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 产品之间需求弹性的不同是客观存在的, 这意味着工业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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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从本质上说, 技术进步正是结构转变的主要推动力。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推动, 劳动力
在部门间的再配置会随着部门间要素价格的调整而逐渐趋于一个稳定点, 达到部门间资源配
置的均衡, 结构转变也将最终停止。也就是说, 如果工业部门不能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 劳动
力的再配置实际上将是 一次性 的, 只倚重资本积累推动劳动力再配置的增长模式显然是不
能持续的。
费景汉等 ( 2004)曾指出, 现代经济增长的程式化特征是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和与之相伴
随的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结构性变化。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配置存在推动作用, 它对现代产业
部门的增长更是至关重要, 这一点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因此, 无论是从
增长理论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 基于技术进步对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对劳动力再配置的贡
献, 它无疑是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中最关键的因素。
(二 )技术选择
以上我们讨论了技术进步对结构转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现在, 我们考虑技术选择
问题, 显然尽管技术进步可以推动工业部门的增长, 但并非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必然能有效促进
对劳动力的吸收。技术进步的类型可分为三种: 资本偏向型 ( 劳动节约型 ) 技术进步、
劳动偏
向型 (资本节约型 ) 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第一种技术进步偏向于使用资本替代劳动, 在
这种技术选择下, 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必然受到压制, 因而不利于产业间劳动力的再配
置。第二种技术进步偏向于使用劳动要素, 此时, 资本的扩张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扩张, 这有利
于对劳动力的吸收。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中除了自主研发外, 还体现为对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
和创新。大多研究指出, 我国国内的技术进步多来自于技术引进, 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也存在
技术选择问题, 引进劳动力节约型或是资本节约型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林毅夫等
( 2005)表明, 适宜的技术选择应以比较优势为基准。显然, 在发展中国家, 采取劳动偏向型的
技术进步有利于解决劳动力配置问题。费景汉等 ( 2004) 比较了日本和印度在二元经济转型
时期的劳动力再配置过程, 发现日本在结构转型的初期采取了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在工业
部门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之后才慢慢转向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因而成为二元经济中劳动力
配置的成功典范, 相反, 印度则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结果劳动力的转移
受到抑制, 印度也被当作解决劳动力配置问题的失败案例之一。
在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中, 研究较多的是能力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更偏
向于使用熟练劳动力或者高素质的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或者低能力的劳动力, 因而必然
会提高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能力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因此, 从长期来看, 对我国而言如何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和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
以适应这种技术进步将是推动工业化和劳动力再配置进程的核心问题。

四、中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一 )中国的工业化与劳动力再配置
中国从 1952年底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时期, 工业化前期的重心主要向重工业
倾斜, 据测算, 1952- 1978年间, 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增长了 2779. 5% 和 905. 2% (按可比价
格计算 ) , 前者为后者的 3倍 多;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这种发展格局开始改变。在 1978 1997年间, 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增长比较平衡, 分别增长了 1195. 8% 和 1349. 3% , 第三产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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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较快发展。 90年代以后,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均不断提升, 第二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而农业的产值比重在不断下降, 到 2007年, 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
重已经下降为 11. 3% 。表 1显示了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 1978 年以来, 我国经济增
长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产出的增长, 第一产业的贡献迅速下降, 工业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中占据
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表 1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二产业

部门贡献

第一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GD P平均增长率

1979- 1984

31. 77

34. 08

5. 22

28. 93

8. 86

1985- 1993
1994- 2006

11. 62
6. 3

57. 28
52. 9

5. 85
4. 8

25. 25
35. 9

9. 66
9. 70

数据来源: 1979- 1993年的数据取自胡永泰 ( 1998 ) , 1994- 2006 的数据系作者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07 计算而得。

在产业结构转变的同时, 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农业就业比重一路下降, 第二三
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即使如此, 到 2006 年底, 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然高居 42. 6% , 高
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 就业结构的变化严重滞后。占总就业人数 40% 以上的劳动力只产
生了 10% 左右的 GDP, 说明第一产业生产率极为低下, 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且转
移速度缓慢。虽然第二产业的产值一直维持在 50% 线附近, 但第二产业吸收就业的速度显然
差强人意, 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 20% 左右, 且无明显增长。
(二 )经济增长中的 TFP
显然, 农村劳动力的剩余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经济增长可持续
性的实证分析多采用增长因素分解法, 一般将增长因素分解为要素投入 (资本、
劳动力以及人
力资本等 )与全要素生产率 ( TFP )的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广义的技术进步。
表 2

TFP 与经济增长 ( 1981- 2005)

全周期

六五

七五

八五

九五

十五

GDP 增长率
资本投入增长率

9. 79
10. 44

10. 80
9. 66

7. 87
10. 36

12. 26
9. 69

8. 63
9. 97

9. 54
12. 54

劳动投入增长率
生产率增长率

2. 35
3. 59

3. 32
4. 50

2. 61
1. 54

1. 00
7. 05

1. 15
3. 52

1. 02
2. 92

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率
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率

50. 76
12. 57

42. 10
16. 27

63. 26
17. 23

38. 28
4. 22

52. 00
7. 22

63. 89
5. 49

生 产率增长的贡献率

36. 67

41. 63

19. 51

57. 50

40. 78

30. 61

数据来源: 龚飞鸿等 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 1981 - 2005 。

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探讨和测算的文献众多。以下分析采用了龚飞鸿等 ( 2008)
对我国 1981- 200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从表 2可以看出, 在这个时期内, 资本投
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超过了 50% ,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低于资本投入, 1981- 1990
年间, 资本投入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1991- 1995年间,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
额上升至 57. 5% , 超过了资本投入的贡献, 但此后的十年间, 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又再度超过
全要素生产率, 2000年之后, 甚至达到了 63. 89% , 为 TFP 贡献率的两倍。而观察具体年份的
计算结果, 可知 1980- 1988 年间, TFP 对 经济增长的贡 献份额都保 持了一个 较高的 比例。
1992年以后,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呈现递减趋势, 到 2005年,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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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3% , 而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达到 77% 。
张军 ( 2002)也描述了中国 1978- 1998年间 TFP 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认为 1977- 1988年
间平均 TFP 增长率大约为 4. 1% , T FP 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大约为 41. 9% , 这是中国经济
TFP 增长的黄金时期, 在这 12年中, TFP 一直保持着正增长, 1992年以后, TFP 的增长率出现
明显的递减趋势。他认为, 改革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可归结于工业化过程中资源在部门间的再
配置所带来的静态收益, 而缺乏一种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 即生产效率的提高。包括以上研
究在内的相关分析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资本投入的拉动, TFP 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要低于资本投入。特别是 90年代以来, TFP 的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它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递减。TFP 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减少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三 )技术进步与劳动力配置
如前述, 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包含了经济增长中除了要素投入外不能解释的部分, 因而有
必要对 TFP 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1978年之后, 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而劳动
力的再配置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 这应该在 T FP 中有所体现。为了考虑劳动力配置的作
用, 一般将 TFP 分解为劳动力配置与纯技术进步的作用。
利用胡永泰 ( 1998)对 1979 - 1993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结果, 可知劳动力的再配
置使得 1979- 1993年 GDP 增长了 0. 9- 1. 3% , 如果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 来自农业中的劳
动力资源的再配置解释了 1979- 1984年间 TFP 增长中的 37- 54% , 1985- 1993年间的 45100% ,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除了资本要素的高投入之外, 劳动力的再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它构成了 TFP的主要来源, 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纯
粹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了一小部分。
此外, 也有其他很多经济学家对劳动力部门间再配置的作用进行了类似的估计。如表 3
所示, 蔡昉等在世界银行估计方法的基础上放松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 重新估计了
劳动力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认为 1982- 1997年间劳动力的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20. 23% , 大大 超过 技术进 步对 经济 增长 的影 响, 解 释了 TFP 的绝大 部分, 这 与胡 永泰
( 1998)的估计基本接近。
表 3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
贡献份额 ( % )

物 质资本
劳动力

世界银行 ( 1998)

蔡昉等 ( 1999)

37
17

29. 02
23. 71

人 力资本
TFP
劳动力配置
技 术进步

23. 70
23. 57
16
30

20. 23
3. 34

数据来源: 蔡昉等 ( 1999) 。

除了较为传统的增长因素分解法之外, 还有很多的学者采用其他方法对 TFP 进行分解。
最为常用的是 M a lm quist指数, 这是一种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非参数方法, 具体而言是将 TFP
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两个方面。这一方法因为避免了很多的严格假设, 因而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以上分析的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属于 效率改进的一部分。颜鹏飞、王兵
( 2004)认为, 1979- 2001年间 TFP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效率的提高, 其中技术效率改进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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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1. 012, 超过技术进步指数 0. 9916, 这与上文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
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 的再配置对 TFP 的贡献 较大。
TFP 对增长贡献率的下降意味着劳动力的再配置作用在降低, 工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放
缓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动力都大幅度地向工业部门转移, 工业部门的就业比重
能达到 40% , 甚至更多。但我国的劳动力转移显然不尽如人意, 这反映了我国工业部门对劳
动力的吸收能力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以下, 我们对劳动力的再配置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这里我们将采用费景汉等 ( 2004) 比较日本和印度二元经济的调整过程中的劳动力配置比率
的方法分解我国的劳动力配置过程 。
我们将劳动力的再配置过程分为水平效应 ( 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的吸收 ) 和辐射效应
( 资本积累导致的劳动力吸收 ) 。水平效应和辐射效应可以表示为: R = K (辐射效应 ); h =
其中 h、 R 分别代表了水平效应和辐射效应, K 、 W 分别代表工业资本存
W R (水平效应 )。
量的增长率和工业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 这两个比率可以独立测量。
对于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测算我们借用了陈仲常、吴永球 ( 2005) 的计算结果, 以 1960年
的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资本存量作为计算工业资本增长率的依据, 以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作
为工业劳动力就业增长率的计算依据, 分解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 劳动力再配置过程的分解
从图 1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率存在波动。 80年代, 我国的
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率较高, 平均增长率有 5% 左右, 但进入 90年代后, 就业增长率明显降低,
并接近于零增长状态, 特别是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不断下降,
1998年以后甚至呈现负增长状态, 到 2003年后才稍有反弹, 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程度差
不仅体现为绝对量的低下 ( 20% 左右 ) , 还体现为增长的极端缓慢。而工业资本的积累率都保
持了正增长, 且都高于工业就业的增长率, 劳动力配置中由技术进步解释的部分几乎都为负
值, 也就是说,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负面的。大量的资本积累却带来了
比其增长率小的就业增长, 甚至不增长, 这也足以见得我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的,
即采取了使用资本替代劳动的生产技术。这样的技术选择对劳动力的再配置显然存在不利影
响, 它会推动工业部门更多的资本积累, 同时会减少工业部门劳动力就业的增长, 结果将使得
资本 - 劳动比率提高。张军 ( 2002) 对几个工业部门的研究就发现我国工业部门的资本 - 劳
动比确实在不断提高。
综上, 从整个经济来看, 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的带动, 劳动力的再配置解
释了 TFP 的绝大部分, 纯粹的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 从 TFP 的变动趋势来看,
劳动力的再配置作用在不断减小。进一步, 从劳动力在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再配置过程来看, 正
是工业部门资本偏向型的技术选择造成了劳动力转移过程放缓, 形成了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
模式。其中,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再配置和经济的增长贡献都很小,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
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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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力资本与技术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的研究借助分析内
生技术进步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展开探讨, 这有其合理性。但考虑到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特征
依然显著, 分析技术进步对结构转变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上所述, 影响结构转变的技术进步实际上同时包含技术选择问题。技术选择受诸多因
素影响, 我们认为, 改革前的技术选择主要是政府主导, 而改革后的技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理解为取决于市场导向。改革开放初期, 农村的体制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初级劳动力, 这主要
源于户籍政策的松动和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东部沿海工业的
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来源, 此时资本要素相对稀缺, 基于比较优势, 市场机制导致了众多
新兴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密集型的技术选择。张军 ( 2002) 的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之初, 就业的
增长主要依靠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发展。而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以及经济全球化的
快速推进, 低水平人力资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前期的资本积累、
大量外
资的流入和资本市场的建立与逐步完善, 使得资本已不再是稀缺的要素, 同时生产技术的提升
也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因此, 相比而言, 与高技术相匹配的劳动要素反
而更为稀缺。所以, 可以认为, 前文分析所显示的改革后期的技术选择偏向资本密集型, 特别
是 90年代以后非国有企业的技术选择也开始偏向资本密集型,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市场选择的
结果。
虽然根据经济增长理论, 从长期而言, 市场机制可以促使人力资本增长从而实现人力资源
的充分合理利用, 但在我国的现实经济中需要提升的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农村地区, 在市场机制
下他们所缺少的初期资本禀赋实际上限制了其人力资本增长的可能。而现实中对公共教育资
源的投入又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选择, 由于教育是项长期的工程, 对于必须优先考虑在其有
限任期内 GDP 快速增长的地方官员而言, 显然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招商引资、
选择可以更快见
到成效的资本偏向型的生产技术是充分理性的。另一方面, 在我国现实中的二元经济劳动力
再配置更多地体现为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 相对而言, 技术类型的选择却是各区域经济
内的选择, 在现行注重增长率的地区间竞争机制下, 难以激励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为整体的长
远发展而选择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以进一步吸收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地区官员行为的短
视和本位主义进一步诱使了市场利益导向的企业的技术选择朝着资本偏向型的方向发展。
在多数考虑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 人力资本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本身, 此时不存在
技术选择问题, 这种理论抽象主要源于发达的一元现代经济。它实际上也揭示了我国部分高
端产业 ( 含生产性服务业 ) 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依赖于高水平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而另一
方面, 在我国二元经济的许多产业部门中, 实际上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增长并非融为一体,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现代技术与再配置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匹配问题。前面的分析表明:
继续注重选择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经济协调可持续增
长的根本保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同步提高人力资本、
实现劳动要素与现代生产技术的匹
配, 才可能有效地进行劳动偏向性的技术选择。

五、结

论

结构转变和技术进步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分别强调的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
虽然两种理论分析的现实不尽相同, 但在寻找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方面, 二者却存在共通
之处。技术进步除了是一元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 它还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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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素, 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进步, 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二元经济中的劳动力再配置过程将
过早趋于停滞,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二元经济的转型阶段。对增长因素的分解
可以发现资本投入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TFP 因素对增长的贡献在不断降低。劳
动力的配置解释了绝大部分的 T FP 的变动, 但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放缓, 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也在不断减少。从本质上说, 我国改革后期过分依赖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劳动力转移
的放缓,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业部门资本偏向型的技术选择造成了工业部门更多的资本投入
和更少的劳动投入, 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知道, 目前我国的资本偏向型技术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市场导向的结果,
其主要原因在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与生产技术的不匹配。在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 政
府应充分注重引导企业发展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同时辅以各层次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的提高, 特别是切实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政策措施, 促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与现
代生产技术的匹配, 如此才能保证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进一步, 作为以上分析的延伸结论, 可以知道, 对于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竞争的
我国经济而言, 在如何引导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技术选择和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
增长的问题上, 中央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地方官员激励机制的设定, 促
使地方政府在政策选择时注重长期和全局的利益, 以保证全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增长。限于
篇幅, 我们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资本偏向型的技术选择的原因以及多级政府体制下政府的
政策和机制选择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这些将有待于在后续研究中展开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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